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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在此首先感謝您選用Teka玻璃電陶爐。本

產品使用頂級材質，在製造過程中，經過嚴格品

質控管，相信本產品可以符合您的需求。  
 
請在安裝及使用前，先仔細詳讀本手冊，以使本

電爐得以擁有最佳使用狀況及壽命。本手冊必須

小心保存，以備日後參考。（本手冊可能適用多款

機型，請先確認您所選用的機型，再參考本手冊。）  
 
電爐使用時或使用後，絕對不可以讓小孩靠近。

※  請勿讓孩童在本機附近玩耍。  
 
本產品的安裝及維修需由專業合格的技術人員來

執行。  
 
環境保護說明與處置 

如果產品要報廢或產品包裝丟棄，請依照政府規定廢棄

物處理及回收辦法，依規定辦理。如此可以保護生態環

境與人類健康，回收也可以減少浪費資源。 

 
 
 產品介紹   
 
1. 雙環電熱絲 :1400/2000W 
2. 電熱絲：1200W 
3. 電熱絲：2000W  
4. 電熱絲：2000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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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 餘熱指示燈：（H）  
※  最大功率：7200W 
※  電壓：230V 60Hz 
 
尺寸：  
 
爐具外觀尺寸：寬900mm、深350mm、高55mm。 
檯面挖洞尺寸：寬884mm、深494m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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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操作說明   
 
1.1請先確認產品型號

 
1.2控制面板  
電源插上以後，機器會先執行自動測試。測試完

後會有一輕微響聲  
※  使用前請再次確認電壓是否正確。若有任何

保護膜黏貼在爐具上，也必須先清除乾淨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
○10  

○1  ○2  ○3  ○4 ○5 ○6 ○7  ○8  ○9

○3  ○11 ○12 ○13  

○1 火力指示燈  
○2 烹飪小數點指示燈 (燈亮 :烹飪區可以操作 ) 
○3 多環迴路控制燈  
○4 多環迴路感應器  
○5 「火力增加」感應器           
○6 時間顯示             
○7 時間控制位置指示燈    ○11「火力減少」感應器  
○8 鎖住感應器           ○12 定時感應器  
○9 鎖住指示燈           ○13 電源開 /關感應器  
○10 加熱板位置選擇感應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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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觸控式操作  
操作任一觸控開關區，會聽到嗶一聲。  
 
啟動電爐

- 碰觸「電源開 /關感應器    」至少1秒鐘。  
- 啟動時所有的火力指示燈會出現0，小數點指示

燈會閃爍   。  
- 10秒內如果沒有採取下一步動作，觸動控制會自

動關閉。  
 
加熱板運作  
一旦電源被啟動了，就可以選擇所要使用的加熱

板。  
- 碰觸所要使用的加熱板位置感應器    ，火力指

示燈會出現0，小數點指示燈會亮，表示加熱板

可以運作。  
- 配合使用「增加火力   」或「火力減少   」，

以便選擇所想要的火力，可以選擇1~9的火力。
（選了所想要的加熱板，5秒鐘內必須碰觸火力感應
器，否則加熱板將會關閉，而必須重新來過。）  

- 碰觸「增加   」或「減少   」時，如果手指按

住不放，則連續以0.5秒的間距增減每一級。  
- 每次只能啟動一個加熱板，也就是說只有一個

「小數點燈」會亮起。  
- 快速選擇到最大火力：選了所想要的加熱板

後，碰觸「減少   」，則加熱板會選擇到最大

火力9。  
- 如果同時按      可立即關閉任一烹飪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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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止加熱板運作  
要關閉所有烹飪區，請觸摸電源開 /關感應器    
直到控制燈熄滅。  
- 已選了想要關閉的加熱板    ，小數點燈也已亮

起。  
- 碰觸「減少   」將火力降到0，加熱板3秒後自

動停止運作。  
- 如果同時按      可立即關閉任一烹飪區。  
- 觸摸鎖住感應器後   ，除了電源開關外，可以

鎖住所有感應器的控制，鎖住時指示燈○9 亮起，

當去除鎖住功能時，則此指示燈會熄滅。  
＊任何時間都可以碰觸「電源開 /關感應器    」

來關閉電爐。  
 
餘熱指示燈  
- 當陶玻璃爐面已到達可能燙傷的溫度時，火力

（餘熱）指示燈    會出現H。如果危險已消失，

則該指示燈會熄滅。如果危險已消失但是電源

未切除，則該指示燈會出現0。  
- 烹煮快結束時，可以先關掉加熱板，利用餘熱

可節省電源。  
 
＊特別注意！  
- 如果電爐的電源供應突然被中斷過，或中斷後

立即回復電力，則餘熱指示燈會熄滅（即使爐
面還是燙的）。  

- 隨時要小心爐面溫度，以防因萬一餘熱指示燈
故障無法警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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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加熱功能  
- 先啟動所想要的加熱板位置「選擇感應器    」。 
- 先碰觸「減少鍵    」來設定火力到9，再碰觸

「增加鍵    」火力指示燈會閃爍9和A。  
如果10秒內你沒有改變8~1的加熱等級，這個強

制加熱功能將自動關閉，此時的加熱將回復到

預設的加熱模式。  
當你已設定好強制加熱功能後，如果10秒內又

改變加熱等級，則先前設定較高的加熱等級會

被取消，而時間會自動重新設定。  
強制加熱的時間，會根據您後續所選定的加熱

等級8~1而有所不同，詳細加熱時間可參考強制

加熱時間表。  
 
強制加熱時間表  
 

火力選擇  強制加熱時間  (分 :秒 ) 
1 01:00 
2 03:00 
3 04:48 
4 06:30 
5 08:30 
6 02:30 
7 03:30 
8 04:30 
9 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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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除強制加熱功能

- 選擇所想要解除的加熱板位置，小數點燈也已

亮起。  
- 碰觸「減少    」即可。  
 
特別注意
啟動電爐之前，必須先將鍋子放好在爐面上。  
電爐使用時或使用後，絕對不可以讓小孩靠近，

以免燙傷。  
 
啟動多環迴路加熱板  
- 可以根據鍋子大小來使用內圈或內外圈。  
- 選擇    加熱板的控制鍵位置。  
- 然後選擇所需要的火力從1到9，碰觸「多環迴

路感應器    」來啟動外圈。「多環迴路控制指

示燈○3 」亮起。  
- 再碰觸一次「多環迴路感應器    」來啟動第三

圈加熱板。「多環迴路控制指示燈○3 」亮起。  
 
關閉多環迴路加熱板

- 選擇     加熱板的控制鍵位置。  
- 然後碰觸「多環迴路感應器    」來關閉外圈。 
- 當碰觸「多環迴路感應器    」時會熄滅與亮起。 
 
定時感應器  
可以預先設定1~99分鐘後將加熱板關閉，每次只

能設定一口加熱板 (無法設定二口以上 )。  
- 首先選擇要設定的加熱板位置。  
- 碰觸「定時感應器    」，時間顯示區○6 顯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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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”00”數字，時間控制位置指示燈○7 亮起，此指

示燈會對應顯示出你所設定的加熱板位置。  
- 碰觸「增加鍵    」、「減少鍵    」來設定1~99

分鐘後關閉。  
- 設定好的時間可以被改變，碰觸相關的加熱板

控制位置，再碰觸「定時感應器    」，再碰觸

「增加鍵    」、「減少鍵    」來改變設定時

間。  
- 當預設時間終止時，被設定的加熱板會自動關

閉，並且會有響聲兩分鐘，如果要停止響聲可

碰觸任一鍵解除。   
- 如果要解除預設時間，碰觸相關的加熱板控制

位置，再碰觸「定時感應器    」，再碰觸「減

少鍵    」將時間設定調回到〝00〞，或是同時

碰觸「增加鍵    」、「減少鍵    」來關閉。  
 
＊在沒有任何的加熱板被啟動時，這個定時感應

器也可以當作一般的鬧鐘來使用。  
 
 
安全切除  
- 電爐啟動後如果過一段時間沒有關閉，則電爐

會自動切除。見下表。  
 

火力選擇  最長操作時間  (小時 ) 
1、2 6 
3、4 5 

5 4 
6、7、8、9 1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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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當電爐被自動切除後，如果爐面的溫度還不到

燙傷的程度則會出現  0。如果是有可能燙傷的

程度則會出現  H 。  
 
鎖住電爐感應器：  
- 為了避免不小心碰觸到控制裝置，可以用「鎖

住感應器    」將所有控制裝置鎖住，此時「○9
鎖住指示燈」會亮起。「電源開 /關感應器    」
除外。【此功能也有助於小孩的安全。】  

- 如果「鎖住感應器    」啟動後，又碰觸「電源

開 /關感應器    」來關閉電爐，則在重新開啟

電爐後，「鎖住感應器    」仍然會繼續鎖住電

爐。  
 
解除鎖住電爐感應器  
- 當電爐感應器在鎖住狀態下，若要解除鎖住狀

態，請碰觸「鎖住感應器   」來解除鎖住狀態。 
 

 
 
 
 
 
 二、注意事項   
 
玻璃電陶爐  
玻璃電陶爐並非直接加熱，是透過陶玻璃將熱反

射到鍋具上。當玻璃電陶爐剛關閉時，火力指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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燈顯示〝H〞(餘熱顯示燈 )，必須等餘熱顯示消失

後再進行清潔。  
 
1. 建議使用實心、平且厚底的鍋子，可以得到最

佳的熱傳導效率。不平的鍋底會延長烹煮時

間，並且增加能源的消耗。（如下圖）  
 
 
 
 
 
 
 
 
 
2. 鍋子的材質必須能充分抗熱以免熔化。  
3. 如果所使用的鍋子尺寸與電爐上的加熱板尺寸

一樣，則可以得到最佳的熱傳導效率。如果鍋

子尺寸小於爐面，容易導致湯汁溢出時濺到爐

面加熱板。  
4. 鍋子放置到爐面以前，先把鍋子底部擦乾。  
5. 不要在爐面上放置塑膠物品或鋁箔物品。  
6. 不要在爐面上直接移動鍋子，因為鍋子銳利的

邊緣可能會傷害到爐面。  
7. 如果爐面上沒有鍋子，不要讓電爐在啟動狀

態。  
8. 不要使用塑膠容器煮東西。  
9. 放鍋子在爐面上時必須小心輕放，不要用力以

免撞擊爐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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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不要讓糖或含糖的東西濺溢到爐面上，高溫

可能使融化的糖傷害到爐具。  
11. 不要在爐面上放置器具或食物。  
12. 不要站在爐具上，也不要撐靠著爐具。因為

這可能導致爐面裂痕或損壞。  
13. 當湯汁溢出濺出時，儘速清乾淨。  
14. 電爐使用時，爐面會很燙，絕對不可以讓小

孩靠近。  
15. 不要讓硬的東西掉落在爐面上。陶玻璃對外

力是很敏感的。即使在陶玻璃爐面有很小的

地方重敲或碰擊，都有可能使本產品破裂。

如果陶玻璃爐面已經有損害或裂痕，務必立

即切斷主電源，關閉保險絲盒安全開關。並

連絡本公司工程服務部。  
16. 不要將爐面當做放東西的地方。不要把包有

食物的鋁箔紙或塑膠容器放在熱爐面上。  
17. 不要將任何電線導線碰到加熱板。  
 
 
 三、清潔與保養   
 
1. 請於清潔本產品時使用適當的清潔用品以便達

到最佳保養效果。每次用完電爐，等電爐冷卻

下來後開始清潔工作。即使爐面上一點點的小

髒東西，也可能在下次使用電爐時燒到爐面。  
2. 可以使用陶玻璃專用保養清潔劑。不要使用任

何可能刮傷或侵蝕陶玻璃電爐的清潔劑，例如
烤箱清潔劑、還原劑、粗海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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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不要用任何蒸汽式清潔機來清潔陶玻璃電爐。  
4. 陶玻璃的維護  
- 建議使用的清潔品：溫和清潔肥皂水、陶玻璃

專用保養清潔劑、柔軟絨布、軟柔的廚房捲紙

巾、柔軟布、玻璃專用刮刀。  
- 不可以使用的清潔品：清潔肥皂粉或具侵蝕性

的清潔劑、去油噴霧劑、鋼絲絨、粗海棉、蒸

汽式清潔機。  
- 一般髒：用濕布或沾溫和清潔肥皂水擦，然後

再擦乾。  
- 頑強汙垢：可以用專刮玻璃髒物的刮刀，但不

要使用把手是塑膠的，以免黏到熱

的爐面。（例如食物溢出，濺到爐

面而黏附在爐面上時。）使用刮刀

時要特別小心。  
- 如果是塑膠東西、糖或含糖的食物融化在爐面

上，則需要趁熱立即用刮刀清除。  
- 若發現陶玻璃爐面有變色，可能是食物殘餘在

爐面上，若再度使用電爐則高溫會將殘餘物燒

焦影響到爐面。或是使用的鍋子底部有瑕疵也

有可能使陶玻璃爐面變色。變色並不會影響電
爐的使用功能。  

- 陶玻璃爐面呈現金屬光澤，可能是有使用金屬

鍋子在爐面上滑動。可以使用陶玻璃專用的特

殊保養清潔劑來清潔。（可能需要重覆清潔多

次。）  
- 陶玻璃爐面的圖案褪色了，可能是使用了含侵

蝕性的清潔劑，或是使用底部不平的鍋子。  

 12



- 如果鍋子黏在陶玻璃爐面上，可能是有融化的

食物或東西黏在鍋子和陶玻璃爐面中間。不要

等到冷卻，因為冷卻後再刮陶玻璃容易裂壞。  
- 不要在爐面上放置器具或食物。  
 
 
 四、安裝須知   
 
本產品的安裝及維修需由專業合格的技術人員來
執行。製造商或供應商不接受因安裝或操作不當
造成的損害責任。  
 
A. 檯面：  
 
1. 定位挖洞：如安裝圖所示。  
2. 電爐嵌入的檯面至少需要20mm， 30mm， 或  

40mm 厚。  
3. 處理或搬運安裝本電爐必須

十分小心。廚房施工期間，為

防止爐具遭外力撞擊、損傷，

需用足以保護爐具的板子保

護好。對於外力或安裝錯誤或人

為疏失等不當行為造成的損害，

製造商或供應商不提供保固責

任。  
4. 如果陶玻璃爐面已經有損害或裂

痕，務必立即切斷主電源。  
5. 防水封條必須固定在背面的較低

邊緣部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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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以配件中的固定鐵片來固定住爐具，並鎖緊螺

絲釘。  
7. 邊緣距離側牆至少需4公分。  

 
 
B. 電力配接：  
 
電力配接需由熟知當地法令及

電力供應的專業技術人員來執

行。  

無熔絲開關 

OFF OFF 

A B C 

藍色 

棕色 

黃綠色 

電源線 

A 

B 

C 

1. 檢查電壓瓦數是否可以支援

本爐具所需要的電力。  
2. 連接無熔絲開關（關閉時接點

跟接點之間至少維持3mm以

上的距離）。安裝後必需可以

方便斷電關閉。  
3. 接地線也必須確定接上。  
4. 如果必須變更電源線，需由合

格的專業技術人員來執行。  
5. 電源線不可碰到爐具或烤箱。 
無熔絲開關安裝方法： 
請將電源線內的藍色、棕色電線，

分別接到 A 與 B 螺絲位置，黃綠

色的接地線接到 C 的螺絲位置。 
 
C. 其它：  
1. 如果爐具下方的廚櫃有儲藏物品，那麼爐具與

這些物品的距離至少必須距離10公分。同時爐

 14



具下方的廚櫃內部溫度可能達60℃。  
2. 如果爐具是要安裝在廚櫃的功能配件上（例如

抽屜），則必須在距離爐具下方2公分處安裝一

個隔離板，以防不小心碰觸到爐具。而且這塊

隔離板必須使用工具才能拆除的。  
3. 廚具或檯面所可能使用到的黏膠必須可以耐高

溫到100℃。  
 
 
 六、維修服務   
 
若有故障，請立即切斷主電源。  
- 請連絡本公司工程服務部02-29416382。  
- 連絡本公司工程服務部之前，請先自行確認以

下事情：  
故障情況  可能原因  解決方式  

電熱絲和燈  主電源線沒接上。  接上主電源線。  
都沒有作用  沒有220V電壓。  檢查總電源。  

有融化的食物黏在鍋

子和陶玻璃爐面中間。

將火力調到最大，然

後試著移開鍋子。  
鍋子黏在陶玻  
璃爐面上  

鍋子的底部不平。  
檢查鍋子的底部。  
不要在陶玻璃爐面上

滑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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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裝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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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1 靠牆的最小距離 
○2 開孔邊緣 

○3 陶玻璃邊緣 

○4 電線距離底部的最小距離 

開孔紙模板 



本說明書儘量維持其正確完整性，若有任何因翻
譯或印刷上的失誤造成的錯誤，本機製造商及供
應商不因而承擔責任。本機製造商及供應商並保
留「若因某些必要的技術或商業上的原因， 可對
本機或零組件做任何修改」。  
 
 
型    號 VR TC 90  
品    名 玻璃電陶爐 
額定電壓 230V 
額定頻率 60Hz 
額定電功率 7200W 
製造年月或號碼 標示見機體上 
製造廠商名稱 TEKA 
進 口 商 民夏股份有限公司 
地    址    台北縣新店市永平街 82 號 1 樓

電       話 (02)294163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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